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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高校每一门课程都有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任务,专业课程思政需要与各方面通力协作,
多角度、多方位的推动“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是医学专业的一门基础学科,
文章结合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课程的特点,就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学中实施“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和可行性进行了分析,着重介绍了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的路径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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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Medical College courses
--Take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as 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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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very course in the new era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the task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ffair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ffairs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need to
cooperate with all aspects to promote the explo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ffairs" from multiple angles and from various aspects.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is a basic
subject of medical major, the article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course, the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teaching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urs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is analyzed, emphatically introduces the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course teaching into the
path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is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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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课程思政指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的形式将

1.1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的必
要性

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挖掘各类课程中所蕴含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作为医学专业(括临床医学、全科医

的思政元素来建立有机的课程体系,形成协同效应,把“课程思

学、护理学、医学检验、预防医学等专业)包的一门基础学科,

政”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高校是培养社

其是从分子水平上研究正常或发病状态下人体大分子物质结构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地方,尤其是医学院校更是为社会培

和功能的关系以三大营养物质的物质代谢,并从分子水平上去

养合格的医务工作者的摇篮。新时代高校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探讨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但由于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面发展的合格人才,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有担当的接班人。就要

课程理论内容抽象、概念较为枯燥乏味,部分学生感觉学起来存

强调立德树人的教学理念,加强“课程思政”建设在高校的推进

在困难。传统的理论教学方法以线下教授教学为主,学生的积极

工作。因此,高校各门课程都要承担起教书育人的责任,积极推

性和主动性没有得到充分调动,教学效果较差,教学过程中欠缺

动课程思政与专业课的有机结合。

对学生的思政教育,存在“填鸭式”教学的弊端。再加上医生作

1 思政教育融入生物化学教学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分析

为公民健康的“守门人”,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而且要有职业使命感、科学的世界观、积极的人生态度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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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文素养。所以,在开展线上线下结合教学法、翻转课堂、案

在酶的讲解过程中引入酶的发展史,介绍科学家们历经千辛万

例教学法的同时,也要将思政元素融入教学方法,既能提高学习

苦才发现酶的过程,提示学生在自然科学的探索和研究道路上,

兴趣也能提升医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和人文素养。在专业理论

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充满了困难和荆棘,只有踏实进取,不惧困

知识中融入思政教育,可以在知识传播中实现对学生的价值导

难,勇于探索创新才能打开科学真理的大门。再如在讲解病毒的

向,在价值传播中凝集知识文化底蕴,培养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

遗传信息过程中,给学生介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兴趣和自信,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教授许晓东历经10年持续探索,带领团队在病毒中首次发现了

1.2思政教育融入生物化学教学中的可行性分析

朊病毒,证实了“朊病毒广泛存在”的假说,刷新了人类对病毒

“课程思政”之课程承担着基本理论知识的传授和价值导

遗传信息的认识的研究过程,以榜样的力量培养学生坚持不懈,

向的双重任务。
“课程思政”的教学理念赋予了各类课程对高校
学生进行正确价值引领的责任,各类课程在潜移默化地发挥育

勇于探索和创新的精神,从而树立正确的科学素养。
2.2.3融入社会核心价值观题材

人功效后,也可以更好地反馈回来而加强本身学科的发展。既然

通过介绍一些社会现象和生化知识之间的联系,在生物化

是潜移默化,那么课程的课时量一定要充足,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学与分子生物学教学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例如,在讲解

物学是医学院校各专业学生的必修课,课时量充足,整个学期都

蛋白质的分子组成的时候,引入“大头娃娃”事件,结合氨基酸

有教学,可以在每一节课中都融入思政教育,能够保证思政教育

元素组成分析三鹿奶粉事件的前因后果,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的连贯性。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作为医学基础课,是衔接基础

诚信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在讲解糖代谢时,分析节食减

医学理论知识和临床医学理论知识的桥梁,在生物化学教学过

肥的危害,并讨论目前流行的减肥理念,例如“一点脂肪都不吃”,

程中不仅仅有生物化学基本理论知识的传授,还对医学生将来

“蔬菜水果敞开吃”,“拒绝主食”,“只吃肉不吃淀粉”是否

进行临床专业课的学习与临床实践的能力进行潜移默化的培养,

科学；引导学生健康减肥,引导学生珍爱生命,树立健康的生活

因此,在生物化学教学过程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观念和正确的审美观。

2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

2.2.4融入辩证思维题材

2.1修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课程教学目标

搜集生物化学中的辩证知识点,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用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学目标是教育活动要达到的预期

辩证的思维去思考问题。例如：在讲核苷酸代谢内容的时候,

效果,是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育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属点。传

引入保健品珍奥核酸的例子,引导学生去自己去分析讨论核酸

统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课程的教学目标大体分为知识、能力

类补品对健康人是否起到了保健作用；市面上形形色色的核酸

和情感目标。将课程思政的理念融入到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类产品对我们人体是真有效还是商业诈骗,引导学生敢于去质

的教学过程当中去,以思想政治教育为导向,根据具体的教学内

疑,科学思辨,从而培养其批判性思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再如

容,挖掘课程当中蕴含的思政资源,从而确定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讲到胆固醇代谢时,分析讨论人们谈“胆固醇”色变,不敢吃蛋

物学课程所要承担的价值目标。对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17个

黄是否正确,让学生意识到胆固醇是好是坏,取决于把它用在何

章节的教学内容大纲进行了梳理,在知识、能力和情感目标的基

处,不能一概而论。让学生懂得应该辩证地去看待问题和事情不

础上,确定每次课要承担的价值任务,形成思政目标,将培养学

能一概而论。从而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

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严谨的学习观念、团结互作的
精神以及提升医学生的道德品质和人文素养融入整个生物化学
的教学目标当中。

2.2.5关注实验教学
在生物化学实验课中,培养学生的实验室安全意识和环境
保护的责任。教师演示实验时,要认真仔细,提醒学生要注意规

2.2在教学内容中融入思政元素

范实验操作,例如有毒有害易燃易爆化学品的取用规范及一些

2.2.1融入爱国题材

实验仪器的安全规范操作等；学生在进行实验操作过程中,教师

搜集我国科学家在生物化学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由科学

也要监督学生注意安全,防患于未然；实验没结束后,注意提醒

家们的相关故事导入基本理论知识内容的学习,激发学生的爱

学生实验室废物要严格按照规范来处理,如废弃化学试剂、移液

国主义情怀,培养学生务真求实的科学态度,提高职业荣誉感。

枪头等不能随意丢弃,不但会污染环境、还会无意间伤害环卫人

例如：讲授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时介绍以钮经义为首的中国研

员,另外,盛放废弃生物材料的试管或器皿,例如盛放微生物菌

究团队在历经7年的周密而不懈探索下,在英国生物化学家桑格

种的试管,需经灭菌后方能清洗,否则依然会污染环境。在培养

的研究(胰岛素结构)基础之上,成功合成了牛胰岛素的事迹。展

学生专业实验技能和科学创新意识的同时,也要培养学生的安

现他们的爱国精神和奉献精神,提升学生的民族使命感和自豪

全意识和环保意识,从而培养高素质、心系社会公共安全、维护

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专业型人才。

2.2.2融入勇于探索创新题材

2.3将思政教育与创新教学方法相结合

介绍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研究过程中生物化学家们的科

将思政教育与案例教学法、翻转课堂教学法以及线上线下

学研究历程,培养学生不惧困难,敢于探索和创新的精神,例如

相结合的教学法相融合。课前将与思政教育相关的案例以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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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资料(包括教师提前录制的学习视频、课前测验、讨论、作业

制作打分量表对具体的小组活动进行自我评价、组间互评及教

等)通过学习通教学平台发给学生,提出相关专业问题,并让学

师评价,实践结果显示,在自我评价和组间互评过程中,学生都

生进行分组讨论,查阅资料自主学习后,课上再进行分组讲解具

能比较客观、公正的进行打分和评价。因此,我们认为这种过程

体问题。

性评价和期末考核相结合的方式,更加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在

例如在讲解血糖及其调节时,介绍中国生物化学家吴宪独

学生完成学习任务中的每个环节进行过程性评价。强调学生的

自完成的一项重要的血糖定量分析改进方法,称为“Folin-Wu

学习过程和其在学习时的表现,再加上借助学习通网络教学平

method”,全世界用该法检测血糖的人数和次数以几十亿人次

台进行全面的数据分析,能较为全面的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以

计。把吴宪先生这项研究事迹写成思政案例。

便对学生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通过思政案例提出以下问题：

3 结束语

(1)什么时血糖？血糖的来源和去路有哪些？血糖的正常

高校是培养人才的摇篮,而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

值是多少？
(2)哪些因素会影响血糖水平?升高血糖和降低血糖的激素
有哪些,其作用机制又是怎样的？
(3)血糖过高或过低有什么危害？临床上对于糖尿病如何
治疗？
(4)检测血糖的常用方法有哪些?请阐述其原理。
首先,学生课下分组讨论,查阅资料进行自主学习；然后课

培养合格人才的保障。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仅靠思想政
治理论课是很难达到育人效果的,因此要加强“课程思政”教学
理念的推行,形成全学科、全方位、全功效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
体系,全面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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